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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論 Eschatology

新約聖經末世有兩個單字 τέλος telos、ἔσχατος eschatos，
印象中會覺得是耶穌再來前夕、很短促的時刻

指從耶穌升天到再來這一段時期，

到如今至少已經 1900多年到如今 少 年

怎麼知道也在講可能超過 2000 年的時期？

約壹二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 ἔ α ος 了。約壹二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 ἔσχατος 了。

使徒約翰把教會的弟兄姊妹當做他的孩子們…當

末世其實中文可以有兩個表達 —
耶穌升天到耶穌再來，可能超過 2000年，耶穌升天到耶穌再來 可能超過 年

整個時期都叫末世

耶穌再來的前夕那個比較短促的時刻，耶穌再來的前夕那個比較短促的時刻

那時候會發生的事情 — 末事

末世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首先強調耶穌再來 我們分三次來講首先強調耶穌再來，我們分三次來講—
1. 主必快來、再來之前的徵兆

預2.再來那時刻要發生的事情、情況，如何預備迎接主再來

3. 再來的基督，了解再來的基督祂的新形象，

跟四福音的基督是很不一樣，是一個「得勝者」的姿態

主必快來，是新約聖經屢次強調的，主必快來 是新約 經屢次強調的

啟廿二7 耶穌說：看哪我必快來。

10 日期近了，耶穌快來了。日期近了 耶穌快來了

12 耶穌再講一次：看哪我必快來。

20 耶穌又再講一次：我必快來。20 耶穌又再講 次 我必快來

約翰響應：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四次提到快來了 —四次提到快來了

三次耶穌自己講的、一次約翰講的，很清楚的教訓。

現在就是末世了… 歷世歷代所有抵擋基督的都是敵基督

約壹二18 小子們哪，如今是末時了。

你們曾聽見說，那敵基督的要來；

現在已經有好些敵基督的出來了，

從此我們就知道如今是末時了。

雅五3b 你們在這末世 ἔσχατος 只知積攢錢財。

末世就是耶穌快來了，

即使耶穌還沒有來，我們很快就要去了，

這麼短促的時間，我們要做什麼預備呢？

趕快去賺錢嗎？…這樣是很笨的

告訴我們不應該只是像世俗的人，

只做這些財產方面的預備

雅各宣布說— 當時就是末世了。



林前十五51-52 我如今把一件奧祕的事告訴你們：

我 睡覺 改變我們不是都要睡覺，乃是都要改變，

不一定都要經過死亡，正常都是經過死亡，

有一些人當耶穌再來的時候還活著，就不用經過死亡

無論是死去的人、或耶穌來的時候還活著的聖徒，

耶穌來的時候都要改變

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的時候。

因號筒要響，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死去的聖徒原來身體是會朽壞的，死去的聖徒原來身體是會朽壞的

耶穌再來的時候那個身體會復活，

會變成一個不朽壞的、榮耀的身體會變成 個不朽壞的 榮耀的身體

還活著的人雖然不用經過死亡，

但不是直接提，要有榮耀的變化 —但不是直接提，要有榮耀的變化

變成不朽壞的、一個新的身體

林前十五52b 死人要復活成為不朽壞的，我們也要改變。

自己包括在內，沒有說「他們」

保羅傳福音 方面很艱難 方面也很順利保羅傳福音一方面很艱難、一方面也很順利 —
遇到很多的危險

在二十幾年間藉著幾次的佈道旅行在二十幾年間藉著幾次的佈道旅行，

已經從耶路撒冷 羅十五傳到以利哩古，

跨過亞底亞海峽對面就是義大利跨過亞底亞海峽對面就是義大利

而且說你們要支持我去西班牙 —
那時歐洲的 的感覺 是地極那時歐洲的人的感覺就已經是地極了，

外面就大西洋，經過 1000 多年才發現新大陸

按這個速度，保羅覺得自己很有可能有生之年

福音傳遍天下，祂就要再來了 (太廿四)，

他把自己當做有可能活著遇見耶穌再來的。

帖前四16-17 在基督裡死了的人要先復活，
以後我們這些活著存留的人以後我們這些活著存留的人，

要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面。

保羅把自己

包括在活著被提的那一群人當中

覺得有可能活著的時候就遇見耶穌再來，

就直接在空中與主相遇了接在 中與 相遇了

所以無論 約翰壹書、雅各書五、所以無論 約翰壹書 雅各書五

林前十五、帖前十，

新約的作者都告訴我們：新約的作者都告訴我們：

當時就是末世了，

而且耶穌很快就要再來！而且耶穌很快就要再來！

問題：主為何那麼久還沒來？

1 上帝的時間觀念和我們不 樣1. 上帝的時間觀念和我們不一樣

彼後三8-18 親愛的弟兄有一件事你們不可忘記，

二千年了 上帝有沒有覺得很久 其實沒有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

二千年了，上帝有沒有覺得很久，其實沒有 —
主的時間觀念不一樣，舊約在大洪水之前，

很多人活五 六百 七 八百歲很多人活五、六百、七、八百歲

彼得這句話是引用

詩九十4 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

又如夜間的一更。夜間 更

神千年甚至比一日更短，上帝不覺得很久

我們的生命太短了，一般只有七、八十年，我們的生命太短了 般只有七 十年

我們會覺得二千年太久，其實沒有太久



2. 上帝寬容人類，給人們悔改的機會

彼後三9b 其實不是耽延，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上帝沒有應許每個人都會得救，

可是祂的心願是給大家都有悔改的機會可是祂的心願是給大家都有悔改的機會，

所以不要那麼快來 —
按照公義 人類這麼墮落 敗壞 祂恨不得馬上來按照公義，人類這麼墮落、敗壞，祂恨不得馬上來

按照慈愛，祂要給人類有更多的機會

徒一8 傳遍天下，就是每一個地區，

傳給萬民，就是每一個民族，

傳到地極，就是包括最偏僻的地方。

這就是神的博愛，也就是彼得所感嘆的—是神的 是彼得 嘆

當進入哥尼流的家很感慨的說：我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3.讓基督徒在等候的過程學功課

親愛 弟 你 望這些事彼前三14a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既盼望這些事…
盼望主趕快來，可是祂卻沒有來

13 但我們照他的應許，盼望新天新地。

第一個學盼望、第二個學等候、然後學殷勤，

14b 我們既然盼望這些事，就當殷勤，

使自己沒有玷污，無可指摘，安然見主。

我們趕快趁這個機會來操練敬虔、操練聖潔，

讓我們的思想情感意志、言語行為、為人處世許多方面…
因為我們殷勤的在更新跟改變、提升自己

15 並且要以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並且要 我主長久忍耐為得救的因由

耶穌的忍耐做我們的榜樣

末世有很多的艱難，也有很多的不敬虔，末世有很多的艱難 也有很多的不敬虔

我們在過程操練忍耐的功課

基督再來前的徵兆

1. 敵基督要來

約壹二18-19 很多抵擋基督的人或者勢力會出現。多抵擋基督 或者勢 會

2. 假基督要來

太廿四3 耶穌坐在橄欖山，門徒問祂 —太廿四3 耶穌坐在橄欖山，門徒問祂 —
耶穌的降臨跟世界的末了，有什麼預兆？

答 「 謹慎4-5 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們。

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 說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

『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

我們怎麼知道誰是假基督呢？其中有一個特徵…
太廿四23 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裏」，太廿四 若有 對你們說 基督在這裏」

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

耶穌再來是大家都要親眼看見，

需 家告 這 是謊言並不需要人家告訴你，這就是謊言，

太廿四27 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

人子降臨也要這樣。

眾目都要看見、大家都要親眼看見眾目都要看見 大家都要親眼看見

有人說在這裡、在那裡，就是假的

太廿四24 因為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

顯大神蹟、大奇事，

若 連 就迷惑

不要以為神蹟奇事就是出於上帝，

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

不要以為神蹟奇事就是出於 帝

邪靈也會表演一些神蹟奇事，

做的假神蹟也很神奇，做的假神蹟也很神奇

很多人就受迷惑了。



3.很多不虔的事情出現

歷史上正常的時刻，多數人不一定認識耶和華，

但都是敬畏鬼神的

末世的特徵 就是有很多無法無天、

不敬虔的人，把這個當做很光榮，

成為一種世界潮流、社會風氣，

甚至引以為榮

我在烏魯木齊的公交車上，

看到十三四 歲的小女生看到十三四、歲的小女生，

穿著一件衣服，印著倒過來的十字架，

很奇怪 很邪惡 故意要來抵擋基督很奇怪、很邪惡，故意要來抵擋基督

把不敬虔當做很光榮

很多人以為不敬虔是很光榮的事情很多人以為不敬虔是很光榮的事情…

4. 不義，就是罪惡 — 歷世歷代都有很多罪惡，

末世的時候罪惡特別多末世的時候罪惡特別多…

太廿四12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

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

5 基督徒受逼迫 歷世歷代都有5. 基督徒受逼迫 — 歷世歷代都有，

可是在再來之前更加嚴重…
政、教的逼迫

可十三9 但你們要謹慎；因為人要把你們

交給公會，並且你們在會堂裡要受鞭打，

政 教的逼迫

又為我的緣故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對他們作見證。

11 人把你們拉去交官。

並 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 恨惡13 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

6. 被譏笑 — 彼後三3 末世必有好譏誚的人，被譏笑 後 末 有 譏誚

很多人要譏笑我們

7.有「沉淪之子」出現 帖後二1-10 特殊的逼迫者

3 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大罪人，

即「不法者」，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

沉淪之子是誰呢？

4 他是抵擋主，高抬自己，

超過一切稱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

魚目混珠、以假亂真，讓人誤以為他就是神

9 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這不法的 來 是照撒但的運動

行各樣的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

沉淪之子是單數，一個特別的惡勢力，

保羅在 帖後二沒有直接解釋這到底是誰，

但是卻比敵基督的情況更嚴重。

8. 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耶穌才要再來 —
是 是 成 還沒有 是 是 成 很可能是不是已經成就？還沒有，是不是很快成就？很可能，

聖經譯本新舊約都完全的，有幾百種，

有新約、福音書等等，將近三千種語言，

大部份的民族都已經有福音了

很偏僻的地方都已經有基督徒，

連最剛硬的地方— 極端伊斯蘭教地區、猶太教，

上帝也派很多基督徒到他們中間

如果有人說耶穌很快要來，一定要相信，

如果說耶穌明天就要來，還是不能相信，

因為一些最硬、最偏僻的地方，還沒有完全拯救。

上帝讓中國在文革後期短短十幾年，基督徒長了兩百倍，

上帝有沒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讓福音遍傳？有可能！上帝有沒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讓福音遍傳？有可能！

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在我們有生之年成就。



9. 外邦人得救的人數填滿，然後以色列全家要得救 羅十一26

帝對外邦 色 待 樣上帝對外邦人跟以色列的待遇不一樣…

人數填滿什麼意思？上帝對每一個民族有一定的名額，

美國接納移民，不可能各地都開放、通通可以去

神揀選的人都回到神的家，然後以色列要全家得救

現在看起來還沒有應驗 — 以色列人大多數還不信主，

但好多基督徒天天為以色列禱告、進入以色列社區，

有沒有可能產生很大的突破？有可能！

如果看見以色列人大批歸主，要非常警醒 —如果看見以色列人大批歸主 要非常警醒

耶穌馬上就要來了！

我讀華神時，班上有一個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我讀華神時 班上有 個以色列人 就是基督徒

已經信主、對向中國人傳福音有負擔，所以來讀華神。

現在有少數以色列人已經歸主了，現在有少數以色列人已經歸主了，

當他們普遍信主的時候，也就是這個世界要結束了。

10. 天災人禍越來越多— 戰爭、饑荒、地震、瘟疫…

太廿四8 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生產之難，就是陣痛，生產之難，就是陣痛，

本來幾十分鐘痛一次、然後十分鐘、五分鐘

雖然歷世歷代都有很多的天災人禍，雖然歷世歷代都有很多的天災人禍，

可是當越來越密集、越來越頻繁的時候，

就是祂馬上要來了就是祂馬上要來了

一般人會不會警覺呢？也知道末日快到，

可是好像水煮青蛙 — 越來越熱、越來越危險。

希望更多人及時的醒悟回轉歸向主，

尤其是基督徒看這些世界的亂象，

應該知道已經是再來的前夕了。


